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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的发展进程: 
Web1-Web2-Web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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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工作概述Web1 (1990 — 2004)

1989年，Tim Berners - Lee 发明了被定义为 Web1 的万维网。

根据维基百科的定义，这是一个透过互联网访问的，由许多互相链接
的超文本组成的资讯系统。

Web1 主要是由专业的作家和记者在静态网页进行单向信息传输。

这期间的互联网服务建立在由互联网社区共同控制的开放协议之上。
Netscape，Yahoo 是这期间具有代表性的公司。



年度工作概述Web2 (2004 —)

随着社交媒体平台的出现，Web2，也就是我们现在正处于的互联网阶
段开始了。

智能手机的爆炸式增长加速了这一进程。

Web2 更多的是强调互联网活动方式的改变。用户在 Web2 时代既是内
容的创造者又是内容的消费者。

这期间的代表性公司有 Facebook, Twitter, 新浪博客等等。



年度工作概述Web3 (2014 —)

1999年，万维网之父 Tim Berners- Lee 提出语义网，旨在使互联网数据
机器可读。2006 年，Tim Berners-Lee把语义网描述为 Web3.0 的组成部
分。

2009 年，Tim Berners- Lee 和 Ching-man Au Yeung 等人发表了《去中心

化：未来的线上社交网络》，提出了建立开放的去中心化社交网络，
让用户控制自己的数据。文中强调给予用户隐私权，让用户决定信息
的分享对象。文中还提到使用 URI 作为用户的互联网身份，连接数据
和应用。

但是Tim Berners- Lee 提出将信息存储在用户信任的服务器或者本地电
脑，而非区块链。其本人也不认同基于区块链的Web3,因此我们认为这
是两个不同的互联网解决方案，这不是加密圈讨论的Web3。



年度工作概述Web3 (2014 —)
2009年中本聪发表了《比特币：一种点对点式的电子现金系统》，提出价值通过点对点直接传播，
不依赖不可控第三方，为Ethereum诞生奠定基础

2014 年启动 Ethereum 后不久，联合创始人 Gavin Wood 博士在《去中心化应用：Web3.0是什么
样的》提到，

这是第一次将区块链引入互联网的设计，也是加密行业人士普遍讨论的 Web3.0的起源。

2021，众多知名公司对 Web3 赛道的投资和加密货币牛市的推波助澜，人们对 Web3 的兴趣激增，
讨论频繁。

“我们认为是公开的信息，我们会发布。我们假设已达成一致的信息，我们会将其放
在共识分类账上。我们认为是隐私的信息，我们保守秘密，从不泄露。通信总是通过
加密通道进行，并且仅以匿名身份作为端点；从不使用任何可跟踪的内容（例如IP地

址）。简而言之，我们设计系统以数学方式执行我们之前的假设，因为没有任何政府
或组织可以合理地被信任。”



年度工作概述Web3 是什么？
➢ Ethereum.org 认为 Web3 的核心是使用区块链，加密货币和 NFT 让用户

重新获得所有权。
➢

Not Boring Capital 的 Packy McCormick 把Web3描述为由建设者和用户拥有
的互联网，用代币进行协调。

➢

剑桥大学贝内特公共政策研究所（Bennett Institute for Public policy）将
Web3定义为“推定的下一代网络技术、法律和支付基础设施，包括区块
链、智能合约和加密货币。

➢

中国证监会科技监管局局长姚前在2022年3月发表的《Web3.0：渐行渐
近的新一代互联网》中提到 We3 是用户与建设者拥有并信任的互联网基

础设施，是安全可信的价值互联网，是用户与建设者共建共享的新型经
济系统，是立体的智能全息互联网。



年度工作概述Web3 的核心（去中心化网络+区块链）

去中心化
. 

保护隐私

无需许可

互操拓展

独立自由

原生代币



年度工作概述Web1,Web2和Web3的比较

资料来源：Grayscale Research



为什么
我们需要 Web3?02



工作完成情况

A16z的投资人 Chris Dixon 用这张图预告了 Web2 平台在生命发展
周期中，和用户、生态参与者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



工作完成情况

所有权

隐私保护 生产关系的变革

去中心化身份

加密通证
使 Web3 成为现实

Web3 带来的具体变化？

创新



工作完成情况所有权

NFT, 即非同质化通证，是存储在区块链上的数字资产。因为其非同质
化的特性，可以作为数字凭证来确认用户的所有权。



工作完成情况抗审查

Web3 的底层区块链由分布在世界的多个去中心化节点进行验证。任

何人在满足质押条件或者挖矿条件后，可无需许可地成为验证节点。
只要这条区块链还有用户需求，就会持续运行。建立在区块链上的运
用程序由智能合约管理，自动运行。



工作完成情况隐私保护

Web2 公司读取用户数据获取经济利益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人们
为了便利的服务放弃了自己的隐私。而 Web3 旨在保护用户的隐私，
应用获得用户数据之前需要先取得授权。



工作完成情况去中心化身份

在开放的Web3，用户可以一个用私钥来签署交易，在多个协议证明

自己是那有正确身份的使用者。用户可以用一个去中心化身份比如钱
包地址、ENS等域名服务去登录多个协议。这去中心化身份是匿名、

无需许可的，用户可以创建多个去中心化身份。去中心化身份过往不
可修改的的交易记录塑造了声誉，让用户可以去参加有门槛的应用，
未来甚至会有意想不到的空投奖励。



工作完成情况生产关系的改变

去中心化自治组织（DAO）是一个全球范围的去中心化互联网社区，
这是Web3的组织形式。

每个社区成员都可以利用通证进行投票，防止中央集权后对权利的滥
用。DAO 利用智能合约来自动执行投票结果，保证了公平和透明。

DAO 组织扁平化的管理使成员不用在官僚主义上浪费时间，有才能的
人更容易突出。



工作完成情况创新

区块链的可拓展性和可组合性给 Web3 产品的创新带来无限可能。
Web3 每一个开源的新产品都是可以被继续使用和重新开发组合的乐
高积木。

全世界的开发者在任何时刻都可以进行分工协作，带来更多有意义的
新产品。

有些产品一开始无法完全满足用户需求，却为下一次进步奠定基础。



工作完成情况加密通证使 Web3 成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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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完成情况Lens Protocol

旨在解决现有社交媒体网络存在的这些问题。作为一个Web3的社交图谱，
Lens Protocol 使创作者拥有和社区的联系，创造了一个完全可互操、用户
拥有的社交媒体网络。



工作完成情况Safe

旨在通过提供多签方案来解决现有自我托管钱包的痛点。Safe 是一个运营

在多个区块链上的智能合约钱包，其需要有达到规定数量的多签人签署才
会执行交易，以此保护资金，不会被个人挪用。

来源：Safe



工作完成情况Decentraland

去中心元宇宙的龙头。用户可以在Decentraland上建设、探索，从创作的内
容和应用上获得经济利益。所有在 Decentraland 发明的虚拟资产都是由社

区拥有的。土地所有者可以决定土地上的建设。创作的内容可以是静态的
风景、房地产，也可以是动态的交互系统如游戏、课程、演唱会。土地是
非同质化的、可转移、稀缺的数字资产，可以通过数字货币 MANA 购买。
MANA 也可用于购买 Decentraland 上的数字商品和服务。



工作完成情况Axie Infinity

让“边玩边赚”的模式流行起来，
使玩家能够拥有和交易在游戏中
获得的物品。那些有熟练游戏技
能的玩家可以花费时间和精力来
获得真实的经济报酬。相比其他
工作，游戏玩家工作的过程是相
对轻松、愉悦的。这种“边玩边
赚”的模式在疫情期间给欠发达
国家和地区的人提供了额外的收
入来源，尤其在菲律宾非常流行。
这是一个匹配全球资源、建立社
交的创新方式。



工作完成情况Arpeggi

Arpeggi 通过将创作和消费以合作的形式结合，对 Web2 的音乐平

台进行改革。听众可以重新合成他们喜欢的歌曲，分享可供再次使
用的作品。



Web3 值得关注的
风险和局限04



工作完成情况

监管的不确定性

建立在中心化
的基础设施上

使用成本高

性能待提升

使用门槛高

缺乏正确的 Web3 教育

治理方式有待改进

被违法、犯罪活动利用



Web3 未来展望05



成功项目展示

a16z 在2022年5月的报告中预测 Ethereum 有约 700万到 5000 万的活跃用户，
把Web3 目前的所处阶段类比于 1995 年的商业互联网，即现在的巨头
Facebook 和YouTube 的创立初期。



成功项目展示

➢ 元宇宙——孪生经济

➢ 基础设施DID 的完善让元宇宙更有秩序

➢ DAO 使Web3持续保持活力

➢ Web2 和 Web3 合并，促进更好的发展

➢ 更多有趣的Web3应用影响现实生活

➢ 与Dweb相辅相成，使互联网更美好

Web3 未来展望



成功项目展示

o Web3 新兴科技，元宇宙是生活方式。人们可以选择在虚拟世界或现实世
界中任意切换。

o 理想的 Web3 元宇宙是一个不受任何组织或者个人控制的共享数字空间。

o 物理世界可以在元宇宙中复制，给用户真实的沉浸感。现实中不存在的品
牌、活动、角色可在元宇宙中被创造。

o 元宇宙是孪生经济，虚拟世界与物理世界一样，是新经济的一层。

元宇宙——孪生经济



成功项目展示

o DID 是元宇宙的另一个身份，和现实世界的身份特征无关。

o DID 是下一步重点建设的Web3基础设施之一，是元宇宙生活的重要组成部
分。

o 每个人都可以有多个DID，每个DID不一定对应单一个体。

o DID的完善建立起个人品牌。

o DID 还为产权和治理提供了新的方案。

基础设施DID 的完善让元宇宙更有秩序



成功项目展示

o 在没有中央集权或者缺乏有效控制的情况下，计算机代码可以帮助管理共
享空间。

o DAO 以其全球范围的人才储备、7天 24小时的工作协作以及扁平化的管理
结构，激发Web3成员的创新热情，让Web3社区保持有趣和活力。

DAO 使Web3持续保持活力



成功项目展示

o 越来越多的Web2公司发展Web3业务，或者参与Web3主题活动。

o 根据Precedence Research，2022年至2030年全球元宇宙市场将以50.74%的
年复合增长率（CAGR）增长。特别是孪生经济中的虚拟经济将为制造业、

旅游、医疗、交通、金融创造新的就业岗位。韩国、日本、新加坡和中国
正在利用 Web2 和 Web3 元宇宙来发展经济。

Web2 和 Web3 合并，促进更好的发展



成功项目展示

o 随着区块链性能的提升和跨链消息协议的完善，不同区块链间由封闭走向
开放，协议之间互相组合，带来了新的应用。

o 我们看到Centrifuge和MakerDAO为现实世界提供贷款；新加坡星展银行
（DBS Bank）和 The Sandbox 建立合作关系，来探索元宇宙中的商机；
PlatON 通过基于密码学的隐私计算技术，使数据可用而不可见，释放数据
潜能。

o 由于Web3 应用开源、可互操、可组合的特性，我们会看到更多的开发者
基于久经市场考验的老牌应用，开发出更多解决现有痛点的产品。

更多有趣的Web3应用影响现实生活



成功项目展示

o 去中心化互联网目前有两种运营方式，一种是依靠社区捐赠，另一种是与
区块链协议相结合，增加激励层。

o 未来，社区捐赠和通证激励会同时存在，Web3 和去中心化互联网相辅相
成，打造一个更好的互联网。

o 越来越多志在打造去中心化的产品选择使用通证作为激励层的Web3发展道
路，让运营模式可持续发展。

与去中心化互联网相辅相成，使互联网
更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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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为什么在今天讨论Web3



如何远离 buzz 和 hy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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